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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者责任延伸产业技术创新联盟
中国绿色供应链联盟电器电子产品专委会



中国家用电器研究院 
公司类型：公共服务机构 

科技引领、融合发展、提质增效、共建共享。 

街道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北小街 6 号 

电话：010-63037367 

公司网站：http://www.cheari.ac.cn 

公司简介 

中国家用电器研究院（CHEARI）始建于 1964 年，是由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批准

设立、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举办的中央事业单位;是国家家用电器质量监督检验中

心、国家智能家居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国家家用电器计量站、全国家用电器工业信息中心等

多个国家级机构所在单位;是全国家用电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46）秘书处所在单

位，IEC/TC61/TC59 等国际标准化组织的国内对口单位;是工业和信息化部认定的产业技术基

础公共服务平台;是中国轻工业联合会功率半导体与物联网应用专业委员会、中国制冷学会小

型制冷机低温生物医学（第六）专业委员会等学术组织的依托单位。 

发展理念： 

以人才战略、技术发展战略、品牌战略为发展基石，贯彻"科技引领、融合发展、提质增效、

共建共享"发展理念，以"做好、做强、做大"为发展目标，将中国家用电器研究院建设成为具

有行业引领地位的创新型科研院所，成为政府、行业和消费者信赖的公共技术服务机构！ 



 

 

 

 

   

 

  

中国电子质量管理协会 
公司类型：行业协会 

 

使命：做中国电子信息行业质量事业的推进者 
 
愿景：成为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质量组织 

 

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东大街 1 号，

邮编 100007 

联系邮箱：qinld@cqae.org.cn 

网址：www.cqae.org.cn 

公司简介（主营业务） 

中国电子质量管理协会（China Quality Management Association For Electronics 

Industry ），中文简称：中电质协；英文缩写：CQAE，成立于一九七九年，是经民政部批准登记注册的

全国性法人社团组织，行业内唯一一家质量专业的国家一级协会。 

 

核心业务 

 

* 团体标准 

* 行业质量奖评审工作，推进卓越绩效模式;企业、产品、服务的质量评价、交流、推进 

* 行业 QC 小组活动;电子军工质量咨询、培训、专题研究; 

* 电子电器产品环境质量提升，绿色制造相关培训、研讨及咨询服务; 

* 基础产品、器件、通信广播电视、计算机、VR、用户体验、电子信息产品测试等领域的技

术交流、咨询和服务 

mailto:qinld@cqae.org.cn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绿色物流

分会 
企业类型：行业协会 

公司简介（主营业务） 

绿色物流的政策法规和标准制定；组织展会和论坛，搭建交流互动平台；开展绿色物流评

价，开展绿色物流评选；开展行业研究；为企业提供绿色物流相关政策法规、经营管理、市

场开发、投融资等方面的咨询服务等。 

街道地址：北京市西城区

月坛北小街 4 号 
电话：010-68080060 

公司网站：http://lswlfh.chinawuliu.com.cn/ 



 

 

 

 

   

 

 

中环联合认证中心 
公司类型：技术服务企业、第三方机构 

传递信任，服务发展，担当责任，追求卓越。 

北京市朝阳区育慧南路 1 号 

邮政边码：100029 
电话：010-59205875 

公司网站：www.meecec.com 

公司简介（主营业务） 
中环联合认证中心（以下简称 CEC）是由生态环境部批准设立、经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国内领

先的环保、节能和低碳领域的综合性认证与服务机构。多年来始终致力于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服务，积极

开展环保节能低碳发展策略和解决方案研究，不断完善和创新绿色产业评价体系，服务于行业绿色发展转

型。通过独立、公正、高质量的评价与认证，服务于政府、企业及公众，为其搭建绿色生产与消费沟通的

桥梁。CEC整合原中国环境合格评定国家认可中心、中国环境标志产品认证委员会秘书处、生态环境部环境

发展中心、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等单位的认证资源，成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非营利性国有第三方认证服

务组织。核心业务为以下： 

产品认证：中国环境标志产品；一般工业品；节能和低碳产品；绿色产品、有机食品等。 

管理体系认证：环境管理体系、质量管理体系、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食品安全管理体系、企业社会责

任体系、能源管理体系、危害分析和关键控制点体系、信息安全管理体系、大型活动可持续性管理体系、

反贿赂管理体系、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建设质量管理体系等。 

服务认证：批发和零售业服务；保养与修理服务，污水和垃圾处理服务；公共卫生及其他环境保护服务；

在收费和合同基础上的生产服务等。 

应对气候变化：联合国清洁发展机制项目审定与核证、国际和国内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项目审定与核证、全

国碳市场企业碳排放核查、企业碳盘查、碳中和认证和产品碳足迹认证等。 

节能和能效类评价：节能量审核、合同能源管理项目审核、电力需求侧项目核证、节能诊断、能源审计

等。 

绿色供应链：面向省市层级、工业园区层级、企业层级开发各类标准，并开展相关评价工作。 

环保管家：开展清洁生产审计、环境法规解读、环境问题诊治等定制化环保托管服务，统筹解决企业环境

问题，降低企业环境风险，提升环境绩效。 

绿色制造：绿色工厂评价 



 

 

 

 

   

 

 

海尔集团 
公司类型：生产企业 

海尔，真诚到永远 

街道地址： 

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海尔路 1 号海尔

信息产业园 

公司网站：https://www.haier.com/ 

公司简介 

海尔集团创立于 1984 年，是全球领先的美好生活解决方案服务商。海尔始终以用户体

验为中心，连续 2 年作为全球唯一物联网生态品牌蝉联 BrandZ 全球百强，连续 12 年稳居欧

睿国际世界家电第一品牌，旗下子公司海尔智家位列《财富》世界 500 强。海尔集团拥有 3

家上市公司，拥有海尔 Haier、卡萨帝 Casarte、Leader、GE Appliances、Fisher & 

Paykel、AQUA、Candy 等七大全球化高端品牌和全球首个场景品牌“三翼鸟 THREE-

WINGED BIRD”，构建了全球引领的工业互联网平台卡奥斯 COSMOPlat，成功孵化 5 家独

角兽企业和 37 家瞪羚企业，在全球布局了 10+N 创新生态体系、28 个工业园、122 个制造

中心和 24 万个销售网络，深入全球 160 个国家和地区，服务全球 10 亿+用户家庭。（数据

截至 2021 年 2 月） 

海尔集团致力于携手全球一流生态合作方持续建设高端品牌、场景品牌与生态品牌，构

建衣食住行康养医教等物联网生态圈，为全球用户定制个性化的智慧生活。 



 

 

 

 

   

 

 

联想（北京）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生产企业 

为用户提供整合了应用、服务和最佳体验的更丰富的智能终端和强大的云基础设施，从而让人

们的生活更加美好，工作更加高效。 

 

公司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上地西路6 号2 

幢 2 层 201-H2-6 
电话：400-990-8888 

公司网站：www.lenovo.com 

公司简介（主营业务） 

联想 1984年成立于中国、业务遍及 180个市场的全球化科技公司。全球约有 5.7万名员工，年营

业额近 3500亿人民币。联想聚焦全球化发展，树立了行业领先的多元企业文化和运营模式典

范，服务全球超过 10亿用户。作为值得信赖的全球科技企业领导者，联想助力客户，把握明日

科技，变革今日世界。  

在全球消费、商用以及企业级创新科技领域居领导地位。在传统个人电脑设备、移动互联网

以及云计算、大数据等产业领域都取得了优秀的成绩。 

联想志在成为智能化时代的引领者和赋能者，围绕智能物联网（Smart IoT），智能基础架构

(Smart Infrastructure)，行业智能（Smart Verticals）三个领域发力，为消费者，为中小企

业，为商用、企业级客户，甚至为电信级客户提供更加智能化的技术。这是所有联想人孜孜以求

的目标，是联想新时期的使命。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生产企业 

长虹，让想象发生 

街道地址： 

四川省绵阳市高新区绵兴东路 35 号 

电话：0816-2438085 

公司网站：https://cn.changhong.com/ 

公司简介 

创建于 1958 年的长虹，历经 60 余年的发展，从期初立业、彩电兴业，到如今的信息电

子相关多元拓展，已成为集消费电子、核心器件研发与制造为一体的综合型跨国企业集团，

并正向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信息家电内容与服务提供商挺进。 

2020 年长虹品牌价值达 1687.36 亿元人民币，居中国电子百强第六位，居中国制造业

500 强第 57 位。 

长虹旗下拥有四家上市公司：四川长虹（600839.SH）、长虹美菱（000521.SZ）、长

虹华意（000404.SZ）、长虹佳华(03991.HK)，同时，新增长虹民生（836237.OC）、长虹

能源（836239.OC）、中科美菱（835892.OC）等新三板挂牌公司。 

多年来，长虹坚持以用户为中心、以市场为导向，强化技术创新，夯实内部管理，沿着

智能化、网络化、协同化方向,构建强大的物联网产业体系，不断提升企业综合竞争能力，逐

步将长虹建设成为全球值得尊重的企业。 



 
 

 

 

   

 

 

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生产企业 

美菱，让美好来临。 

街道地址：安徽省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莲花路

2163 号 
电话：15956971613 

公司网站：wwwww.meiling.com 

公司简介（主营业务） 

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是中国重要的电器制造商之一，拥有合肥、绵阳、景德镇和中山四大

国内制造基地，印尼空调和巴基斯坦冰箱等海外制造基地，覆盖了冰箱柜、洗衣机、空调、

厨卫、小家电等全产品线，同时进入生物医疗等新产业领域。公司主导产品美菱冰箱是国家

出口免验产品。 

自 1983 年，美菱走上专业制造家用电冰箱的道路以来，美菱就不断以技术创新和产品创新

打造企业核心竞争力，成立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安徽省首家 RoHs 公共检测中心，使美菱

在保鲜、智能、变频、深冷等多个领域不断取得突破性成果。其中包括 CHiQ 智能冰箱、变

频冰箱、-164℃世界超低温冰箱、超长效保鲜冰箱、全面薄冰箱等多款引领行业发展潮流的

产品。2017 年 11 月，美菱全球首发搭载了保鲜黑科技的 M 鲜生冰箱，掀起了行业第三次保

鲜革命。2019 年 2 月，美菱全面薄冰箱的问世，一举开创了冰箱行业全面“拼薄”的新时代。

2020 年，美菱十分薄洗衣机以及十分净冰箱上市，白电航母全速启航。 



 

 

 

 

  

 

  

街道地址：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容桂街道容港路 8 号 

邮政编码：528303 

电话：400-611-1111 

公司网站：hxjd.hisense.cn 

海信家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生产企业 

公司简介（主营业务） 
海信家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最早可追溯为 1984 年创立的广东珠江冰箱厂。1992 年 1

月 29 日，邓小平同志视察企业，有感于“工厂成立 7 年，产量翻了 16 倍”，发表“发展才是硬

道理”著名论断，当年企业率先实施完成股份制改造，股票于 1996 年和 1999 年分别在香港

（代码：00921）和深圳（代码：000921）两地发行上市。2007 年 6 月公司更名为海信科

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2018 年 10 月公司更名为海信家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现已成为全球超大规模以家电制造为主的企业，主营业务涵盖电冰箱、家用空调、

中央空调、洗衣机、厨房电器、环境电器、商用冷链、模具等领域产品的研发、制造、营销

和售后服务，生产基地分布于山东青岛、广东顺德、广东江门、江苏扬州、浙江湖州、四川

成都等地，具备年产电冰箱 1350 万台、家用空调 1800 万套、中央空调 360 万台、洗衣机

340 万台、冷柜 340 万台，以及模具 1700 余套、钣金加工 20 万吨以上的强大产能，产品销

往全球 130 多个国家和地区。  



 

 

 

 

   

 

 

TCL 王牌电器(惠州)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生产企业 

创意感动生活 

街道地址： 

广东省惠州市仲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惠风四路 78 号 

公司网站：https://www.tclking.com 

公司简介 

TCL 王牌电器（惠州）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4 年 9 月 8 日，是 TCL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

属最大的生产基地。现有员工 1 万多人，有先进的彩电生产设备，产品主要有 TCL 王牌 CRT

彩电、LCD、PDP 等，生产能力在国内外同行业中位居前列，年总销量居全球第一。 

如今，TCL 王牌产品在设计开发、工业造型及生产技术方面拥有多项国家专利及重要发

明。TCL 彩电世界可谓佳品纷呈，等离子电视系列、液晶电视系列、背投系列、HiD 系列彩

电、数字窗系列彩电，将绚丽多彩的科技融入现代生活，使产品外观充分体现了品质科技与

时尚潮流的完美结合。音响电视、游戏电视、导航电视，充分体现了人文化的设计理念。 



 

 

 

 

   

  

电话：0576-88022990 

公司网站：www.xingxing.com 

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洪家白云山南路 1688 号

邮编：318015 

浙江星星冷链集成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生产企业。 

公司简介  

浙江星星冷链集成股份有限公司  是 2010 年 9 月从星星集团剥离、成立的股份制企业，注册资本

48,390 万元。公司拥有家用柜、商用冷柜、商厨设备、商超冷链、冷库机组、新零售等主营业务板

块，实现了“产地预冷-冷链运输-终端用户储存”的冷链生态全覆盖。公司下辖江苏星星家电科技有

限公司、广东星星制冷设备有限公司等六家全资子公司，拥有浙江台州、江苏徐州、广东佛山三大

产业基地，在岗员工 7000 余名，年产能近 600 万台。2020 年度产销冷柜及各类冷链设备近 530

万台，营业收入 54 亿元，出口额 4 亿美金。家用冷柜、商用冷柜、商厨冷链产销量连续多年稳居

行业前列，商用冷冻柜、冷藏柜荣获工信部“制造业单项冠军产品”，规模名列国内冷链行业龙头地

位 2019 年度实现产销 450 万台，利税总额 7 亿元。产品出口 130 多个国家，出口额 4 亿美金，名

列中国冷链行业龙头地位。 

 

星星冷链  步步领鲜  基于客户需求的冷链解决方案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生产企业 

网络联接世界，创新引领未来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

区科技南路 55 号 

邮政编码 518057 

电话：0755-26770000 

公司网站:https://www.zte.com.cn 

公司简介 

中兴通讯是全球领先的综合通信信息解决方案提供商。公司成立于 1985 年，是在香港和深圳两地上市的大型

通信设备公司。公司通过为全球 16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电信运营商和政企客户提供创新技术与产品解决方案，

让全世界用户享有语音、数据、多媒体、无线宽带等全方位沟通。 

中兴通讯拥有通信业界完整的、端到端的产品线和融合解决方案，通过全系列的无线、有线、业务、终端产品

和专业通信服务，灵活满足全球不同运营商和政企客户的差异化需求以及快速创新的追求。目前，中兴通讯已

全面服务于全球主流运营商及政企客户。 

中兴通讯坚持以持续技术创新为客户不断创造价值，在美国、瑞典、中国等地设立全球研发机构，同时进一步

强化自主创新力度，保持在 5G 无线、核心网、承载、接入、芯片等核心领域的研发投入，研发投入连续多年

保持在营业收入 10%以上。中兴通讯拥有全球专利申请量 8 万件，已授权专利超过 3.8 万件，连续 9 年稳居

PCT 国际专利申请全球前五。同时，中兴通讯是全球 5G 技术研究和标准制定的主要参与者和贡献者。 

中兴通讯坚持在全球范围内贯彻可持续发展理念，实现社会、环境及利益相关者的和谐共生；运用通信技术帮

助不同地区的人们享有平等的通信自由；将“创新、融合、绿色”理念贯穿到整个产品生命周期，以及研发、生

产、物流、客户服务等全流程，为实现全球性降低能耗和二氧化碳排放不懈努力；在全球范围内开展社区公益

和救助行动，2019 年第二次入选富时社会责任指数系列(FTSE4Good Index Series)，位列中国企业 300 强社

   

 

 



 

 

 

 

   

 

 

公司名称。 
湖南至简复印机再制造有限公司 

大道至简，品质至上 

街道地址：湖南省长沙市经开区枫树路 318 号 

邮政编码：410100 

电话：400-168-7556 

公司网站：www.zhijian168.com 

公司简介（主营业务） 

湖南至简复印机再制造有限公司位于长沙经开区，成立于 2016 年 2 月，主营复印机再

制造、全新复印机、复印机耗材配件等。 

 

 



 

 

 

 

   

 

 

湖南绿色再生资源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处理企业 

 

街道地址：湖南省宁乡经济技术开发区 电话：0731-87878838 

 

公司简介（主营业务） 

湖南绿色再生资源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0 年 11 月，是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在湘成立的

全资子公司，位于国家级宁乡经济技术开发区，占地 300 亩，公司引进国际上先进的、成熟

的、环保的处理技术，将回收的废弃电子电器集中进行无害化拆解及深层处理，实现资源的

回收再利用，对促进长沙及周边地区循环经济的发展有着非常积极的示范促进作用。公司取

得了 ISO9001 质量体系、ISO14001 环境体系、ISO45001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从

2011 年投产以来，公司共回收处理废弃电器电子产品 1200 万台（套）,年产逾 10 万吨再生

资源，其中铁 4.4 万吨、铜 0.77 万吨、铝 0.53 万吨，塑料 2.5 万吨、普通玻璃 2.6 万吨，经

折算，每年可以减少排放 45.3 万吨工业废渣、0.9 万吨二氧化硫、节约标准煤约 2.8 万吨。

再生利用率达到 98%。 



 

 

 

 

  

 
 

江西格林循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处理企业、资源化利用企业。 

 

 

 

资源有限，循环无限 

公司地址： 

江西省丰城市资源循环利用产业基地 

电话：0795-6833888 

公司网站：www.ger.com.cn 

公司简介（主营业务） 

江西格林循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格林循环）是我国著名循环产业集团—格林美

（SZ:002340）投资控股的以电子废弃物综合利用、稀贵金属回收和再生改性塑料制造为主业的

企业。 

电子废弃物拆解业务 

格林循环已建成江西丰城、湖北荆门、湖北武汉、山西长治、河南兰考、内蒙古鄂尔多斯 6

个电子废弃物绿色处理中心，资质拆解总量达到 1256万台套。 

 

稀贵金属回收业务 

格林循环以国家科技进步奖核心技术建设了 1个线路板回收稀贵金属基地，年回收线路板能

力达到 3万吨/年。 

 

废塑料循环利用 

格林循环形通过建立清洗、分选、造粒、改性等成套技术体系，形成了废旧家电塑料闭路循

环低碳经济模式，碳减排效应高达 79%，再生改性塑料产品（PP、HIPS、ABS、HDPE）能力达到

10万吨/年。 

 



 

 

 

 

   

 

 

上海新金桥环保有限公司 
处理企业、回收企业、资源化利用企业 

资源有限  循环无限 

公司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敬业路 870 号 

邮政编码：201201 

电话：021-58387001 

公司网站:www.xjqhb.com 

公司简介 

上海新金桥环保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0 年 2 月，是由上海金桥（集团）有限公司控股的

混合所有制有限公司，注册资金 1 亿元人民币。公司作为国家环境保护工程技术中心和上海

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创新性的以物联网技术应用于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体系建设中，承

担了包括科技部 863 项目及固废资源化项目在内的各类电子电器废物处理处置及资源化领域

技术研发项目 20 余项，近年来共获得各类专利授权 30 余项，参与制定国家标准 10 余项。

公司目前已形成集工业废弃物和电子废弃物收集、分类、包装、标识、清运、储存、处理、

处置和再循环利用一体化的综合型专业环保服务公司。在全流程 HSE 标准和个性化解决方案

的支持下，已为 500 多家企业提供废弃物管理服务，其中世界五百强的知名企业有 50 余

家，涉及电子、机械、铸造、造船、食品加工、化工及汽车行业等各领域。 

 



 

 

 

 

   

 

 

天津澳宏环保材料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资源化利用企业。 

以诚信经营为原则，以生态环保为已任，以优质服务为宗旨。 

公司简介（主营业务） 

天津澳宏环保材料有限公司是一家科技型中小企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战略新兴产业

领军企业，公司主营制冷剂仓储物流、充装、混配、销售、检验检测、回收再生利用、技术

服务等业务，目前公司已经形成一个集制冷剂仓储物流、充装、混配、销售、检验检测、回

收利用、技术服务为一体的综合服务体系。是京津冀地区唯一具有制冷剂规模仓储经营资质

的企业，制冷剂回收再利用开创可国内的先河，目前制冷剂回收再利用是国内唯一一家具有

制冷剂回收再生利用备案的企业。 

 

 

地址：天津市蓟州区经济开发区蓟运河大街 18 号 

邮政编码：301914 

电话：022-59130958 

022-59130968 

公司网站：www.china-aohong.com 



 

 

 

 

   

 

 

重庆市中天电子废弃物处理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处理企业 

环保支撑发展·循环存储未来 
 

 

公司地址：重庆市大足区双路街道龙建路 5 号 

邮政编码：400900 

电话：023-43335380  15310950769 

公司网站：http://www.cqztdf.com/ 

公司简介（主营业务） 

重庆市中天电子废弃物处理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0年 2月，位于重庆市双桥经济技术开

发区（原址重庆市九龙坡区巴福镇），是重庆市政府公开招投标确定的《重庆市电子废弃物

处理项目特许经营权》企业，负责在重庆市“一小时经济圈”23个区县范围内开展电子废弃

物综合处理、处置业务。 

 公司主营业务为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的回收、运输、储存、拆解与资源化综合利用，贵重

金属提取、销售。公司于 2012年 6月 12日获得重庆市环境保护局颁发的《废弃电器电子产

品处理资格证书》，并于 2013年 2月份纳入国家第二批（财综[2013]32号）废弃电器电子产

品处理基金补贴企业名录。依据重庆市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规划，为满足经营需要，2016

年搬迁至重庆市大足区双桥经开区建新文西片区 B2-1/01，占地 50余亩，新建废旧电视、冰

箱、空调、洗衣机、电脑、OA机器及其它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置生产线 6条，设计年处理废

弃电器电子产品规模达 200万台/套以上，年处理资源量 5万吨，致力于成为重庆市现代化、

标准化、规范化的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示范基地。 

 



 

 

 

   

 

 

标语：还给地球一个干净的空间 

什邡经济开发区（北区）香山路 8 号 

四川省什邡市，648400 
电话：0838-8520138 

http://scdaaiganen.com/ 

公司简介（主营业务） 

什邡大爱感恩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二零一零年五月十八日。公司的成立是源于慈济

基金会在“五一二”震后赈灾的“安生”阶段，是一家集人文、环保、教育、回收、处理、再生及

深加工为一体的综合环保科技公司，除了为本地的就业贡献心力外，还致力于推广环保理

念。 

整个园区占地面积 261 亩，规划为城市矿产示范基地及环保教育示范基地两大板块。通

过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的回收、分类、拆解及处理，以无公害化拆解方式，将危险废弃物合理

分解利用，避免二次污染，提高废旧物质的加工利用率以获取再生资源（铜、铁、铝、塑料

及玻璃等），让资源变废为宝、循环利用，不用开山挖矿，将废旧资源变成利益环境的“城市

矿产”。 

秉持「融入文明生活、促进和谐社会」及「与地球共生息」的宗旨，倡导文明、节约、

绿色、低碳及清净在源头的理念，全力推动环境友好绿色生活， 

以实际行动爱护地球、珍惜资源。 

 

什邡大爱感恩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处理企业、回收企业、环保人文教育 



 

 

 

 

   

 

 

陕西九洲再生资源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处理企业 

以循环的理念提高资源的利用； 

以科学的管理创造高效的业绩； 

以领先的技术打造坚实的基础。 

街道地址： 

陕西礼泉西张堡镇 陕西再生资源产业园

002 号 

电话：029-35868222 

公司网站：myqjyi.x14.osdlwdj.com/index.php 

公司简介 

陕西九洲再生资源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0 年 4 月，2014年正式投产，注册资本:人民币 3000 万元。企业致力

于“资源有限，再生无限”的高起点目标，是一家集科技、环保、创新为一体的新型再生资源公司，是陕西省再

生资源协会副会长单位、陕西省供销集团参股企业、陕西省供销再生行业的龙头企业。连续 3 年被陕西省供销集

团表彰为优秀企业，2014 年被共青团陕西省委选定为陕西省青少年教育基地，2015 年被咸阳市表彰为优秀企

业，2016 年底被中华全国供销总社表彰为创新型优秀企业，2016-2017 年公司党支部被礼泉县委组织部连续两年

评为优秀党支部，2017 年公司党支部通过了咸阳市委组织部“四星级”支部验收。 

公司位于陕西省礼泉县西张堡镇“陕西再生资源产业园区”，目前一期项目占地 108 亩，投资 1.8 亿元人民

币，从业人员 134 人，主要从事于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拆解处理补贴基金项目运行、废旧电子元器件深度无害

化处理以及废铅酸蓄电池的回收贮存：目前四机一脑拆解处理能力达到年 100 万台；打印机、传真机等办公用品

及手机拆解处理能力达到年 1500 万台；废铅酸蓄电池、电瓶达到年 5 万吨的收储能力。 

公司创办的陕西省首家 O2O 社区环保平台“乐收网”已于 2015 年 9 月 16 日上线上线，标志着陕西省资源再

生回收产业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公司依托“互联网+”回收平台，通过网站及附加产业，致力于回收废弃电

子产品及各类废旧可再生资源。网站将重新引导破烂回收新概念，引用 O2O 新的电商理念，彻底改变以往三轮车

走街串巷吆喝的杂乱回收模式，从用户这一源头上根本解决了电器电子产品处理问题。 

2016 年 12 月我公司被陕西省环保厅列入《2016 年度陕西省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重点企业名单》，2018 年

10 月顺利通过省环保厅“清洁生产”审核验收。2017 年 6 月 8 日，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

员长张德江在原陕西省委书记娄勤俭、咸阳市委书记岳亮等陪同下，来我公司检查《固废法》执行情况，对公司

在固废处置方面的工作给予肯定。 

公司将一如既往在废电器，再生资源领域探索创新发展，将永远在路上作为创新发展的动力 



 

 

 

 

   

  

经济开发区江源路 69 号 

浙江省杭州桐庐县，311507

 

电话：0571-64292228 

公司二维码： 

资源再生，生生不息。 

威立雅资源再生（杭州）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处理企业、回收企业、资源化利用企业 

公司简介 

公司成立于 2011 年 11 月，坐落于杭州市桐庐县经济开发区，总占地面积 33000 平方

米，是专业从事电视机、电冰箱、空调机、洗衣机、电脑等废弃电器电子产品拆解和拆解衍

生资源综合利用的企业，是国家“城市矿产”示范基地，国家环保设施向公众开放单位，拥有年

处理 500 万台废弃电子产品的资质。 

废家电的回收采用“互联网+”的模式，运用 APP 建立了 B2B 的回收体系；拥有国内首个

利用人工智能的光学图文识别系统（OCR）对废家电品牌、制造信息等进行采集和分析，为

落实《固废法》中要求“生产商通过自建或委托的方式建立回收体系”，提供了品牌等信息采集

的技术手段；电子废弃物处理全过程实现数字采集并通过数字大屏实时显示；率先在本行业

内采用二氧化碳减排的评价方法，实时计算出与拆解量相关联的二氧化碳减排量，建厂至

今，已累计减排 27 万吨以上的二氧化碳；资源再生利用率达 94%以上，回收利用率 99%以

上。 



 

 

 

 

   

 

 

TCL 奥博（天津）环保发展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回收处理企业 

核心价值观：当责、创新、卓越 

愿景：成为值得信赖的、持续创新的资源再生与环境服务企业。 

天津市静海区子牙循环

经济产业区十五号路 
电话：02260810900 

www.tclaobo.com 

公司简介（主营业务） 

TCL 奥博（天津）环保发展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9 年，是 TCL 履行生产者责任延伸社会

责任,在北方建立的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基地。目前已发展成为规模和技术领先的行业

龙头企业，回收区域覆盖京津冀鲁辽等地区，辐射 2 亿人口，拥有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

处理、产物深加工、危废处置的综合产业链，在环保标准、技术工艺、综合效率等方面居于

行业领先地位。 

公司成立十年来，已回收处理各类废弃电器电子产品超过 1700 万台，累计回收各类可

再生利用的金属、塑料、玻璃等 60 万吨，回收消耗臭氧层物质 500 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

85 万吨。 



 

 

 

   

 

 

 

常州翔宇资源再生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处理企业 

资源有限、循环无限。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牛塘镇创新路五

号 

邮政编码 213100 

电话：0519-86955020 

公司网站 www.xy-3r.com 

公司简介（主营业务） 

公司成立于 2008 年 12 月，注册资本 3000 万元，占地 100 亩；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与环境保

护中心共同合作的“通过环境无害化管理减少电子电器产品的生命周期内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和持

久性有毒化学品（POPs/PTS）的排放”项目的示范企业，是“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重大项

目产业化基地，中国再生资源产业技术创新联盟战略首批发起单位，已取得“废弃电器电子产品

处理资格证书”、“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等各项资质。通过 ISO9001、ISO14001、GB/T28001

等多个管理体系认证，是国家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定点企业（全国共 109 家）。 公司主要从

事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危险废物（HW13）等回收与处理，主要产品为各类再生金属塑料以及

仿石砖产品。 

 

 

 



 

 

 

 

 

 

 

 

 

 

 

 

 

 

 

 

 

  

 

 

 

  

安徽首创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资源化利用企业。 

让我们的家园远离垃圾困扰。 

 

公司简介（主营业务） 

安徽首创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4 年 3 月，注册资金 8000 万，隶属于首创环境

控股有限公司(股票代码：03989),主要从事环保节能技术的研发、转让，咨询服务，废弃电

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 

公司位于安徽省马鞍山市当涂经济开发区，占地 50 亩，处理规模 120 万台/年，建设

有：电视/电脑拆解线 2 条、冰箱拆解线 1 条，洗衣机拆解线 1 条、空调拆解线 1 条，并配

9 套除尘净化系统，以及建设相关贮存、环保工程等。 

 

电话：0555-5206966 

街道地址：安徽省马鞍山市当

涂经济开发区祥正路 1 号 

邮政编码：243100 



      

 
 

          

           

 

   

公司名称：哈尔滨群勤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哈尔滨市呼兰区沈家镇吉堡村 电话：0451-55296976 

公司网站:http://www.hqqhb.com/ 

 

 

 

哈尔滨群勤成立于2008年5月，位于哈尔滨市呼兰区，隶属启迪环境控股子公司，占地面积23450平方米，

现有员工150人，年处理五大类家电的能力为136.2万台、其它小型电子类废弃物10万吨。是黑龙江省首家

有资质的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拆解处置企业，哈尔滨市唯一获得《废弃电器电子产品拆解处理资格证

书》列入《电子废物拆解利用处置名录》的独立法人单位，同时具备《再生资源回收经营备案证》等资

质。公司主营业务为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拆解，并对金属边角废料及废旧塑料进行分拣（含金属污泥

分类）。 

哈尔滨群勤秉承“保护环境，资源再生利用”的环保理念，目前共有九项实用新型发明专利，通过三体系认证

实现管理现代化，获得由科技部、财政部、税务总局三部门核准的高新技术企业，三A级信用企业，全国十

佳诚信经营单位、质量服务诚信三A级企业，创新、创优质量品牌双承诺企业、315信誉品牌企业等荣誉。

被生态环境局指定的电子类废物处置示范参观基地，获得过“环保模范城贡献单位、媒体重点宣传单位”等荣

誉称号，并多次被多家媒体做为电子废弃物规范处置的典型在各大报纸进行报道宣传。 

哈尔滨群勤将树立科学资源观，为“零碳无废城市建设者”目标而努力奋斗。 

 

行动改变现状，思想决定未来，群心勤力才能走得更远。 

公司类型：处理企业、回收企业 

 

公司简介（主营业务） 

 

 



 

 

 

 

   

 

 

河北万忠环保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废弃资源综合利用 

绿色生态启迪美好生活 

公司地址：河北省/廊坊市/永清县工业园区紫荆路二纬道 

电话：0316-6659999 

邮政编码：065600 

 

 

公司简介（主营业务） 

河北万忠环保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1 年 4 月，占地 58.09 亩，坐落于素有“京津

走廊、黄金地带”之称的廊坊市辖下的永清县工业园区。 

公司主营业务涉及废弃资源循环利用技术的研究、开发及高新技术咨询与服务；废旧物

品循环综合利用以及派生产品的加工、销售；四机一脑年拆解规模 223 万台，小家电年回收

处理 72 万台，是河北省大型固体废物回收、处理企业之一。 

公司近年来获得了由中国质量诚信企业协会及中国品牌价值评估中心联合颁发的“全国质量诚

信 AAA 级品牌企业”“河北省环保联合会会员单位”;由河北省企业市场信用评价中心颁发的“河

北省百佳信用企业”“河北省质量服务双满意诚信示范单位”“河北省用户满意示范单位”“河北省

质量诚信品牌示范单位”;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颁发的“商贸流通业典型统计调查企

业”;2017 年 10 月 24 日公司通过了管理体系认证审核，并获得“管理体系认证证书”;2018 年

3 月 28 日公司通过了安全生产标准化审核，并获得“安全生产标准化三级企业证书”。 

 



 

 

 

 

      

 

 

河南艾瑞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处理企业 

以人为本，知行合一 

河南省/开封市/龙亭区九大街与陇海五路交

叉口 150 米 

邮政编码：475000 
电话：0371-22932296 

公司简介（主营业务） 

河南艾瑞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位于八朝古都“开封”； 占地面积 50亩。是一家拥有国家废旧电

器电子拆解处理资质，享受国家专业废旧电器电子拆解补贴的公司，是中国大型专业环保上市公

司启迪环境（股票代码：000826）的核心业务板块。 

公司主营业务为固体废弃物回收处理利用、废旧电器电子产品回收拆解处理，公司注册资金 3000

万元，现有员工 150人左右，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资格证书编号为 E4102112，年处理废弃电器

电子产品 350万台。 

公司 2016年 11月公司录入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工业资源综合利用产业协同发展示范工程名单;2017

年 2月被开封市示范区授予 2016年度全区新进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称号;2017年 3月通过环境、质

量、安全管理体系认证;2018年 3月被开封市示范区评为 2017年度重点项目建设先进单位;2018

年 5月被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安全生产委员会评为安全生产工作先进企业。 



 

 

 

   

   

 

 

河南恒昌再生资源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处理企业 

零碳无废建设者 

街道地址：河南省/焦作市/温县区

鑫源路中段  

电话：0391-6110599 

邮政编码：454850 

公司简介（主营业务） 

河南恒昌再生资源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6 年，注册资本 4900 万元，占地面积 152 亩，

厂区建筑面积 23200 平方米，位于焦作市温县产业聚集区内，是一家以废旧家电拆解为主营

业务，处理电子废弃物、贵金属渣料和阳极泥、白银深加工、贵金属综合回收等再生资源综

合利用型企业。电子废弃物处理能力达到 230 万台/年，有效缓解了社会产生的电子废物的处

理压力，减轻了不合理回收带来的环境风险，实现变废为宝，具有显著的社会效益。 

公司先后被授予“省级企业技术中心”，“安全生产标准化三级企业”、“焦作市企业科技创

新能力评价百强企业”、“河南省再生资源行业协会第七届常务理事单位”等荣誉称号;2016

年、2017 年、2018 年连续三年获得“50 强”“50 高”工业企业称号;获得中国工商银行信用等级

评定 AA+企业、河南省信用合作联社信用等级评定 AAA 的企业。被国家生态环境部、住房

及城乡建设部，批准为“环保设施和城市污水垃圾处理设施向公众开放单位”、“河南省环境教

育基地”、河南省清洁生产示范企业。 

 



 

 

 

 

   

 

 

湖北东江环保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资源化回收利用企业 

企业口号：以人为本  知行合一 

街道地址：湖北省孝感

市孝昌县经济开发区 

电话：0712-4316506 

邮政编码：432900 

 

公司简介（主营业务） 

湖北东江环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北东江”）成立于 2012 年 3 月，位于孝感市孝昌

县经济开发区内,交通优势得天独厚，是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启迪环

境”)在湖北设立的全资子公司，占地面积 79.65 亩，总建筑面积 28333 平方米，总投资 1.7

亿元。目前，湖北东江是孝感市唯一一家正规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再生利用高新技术企业，也

是孝昌县唯一一家环保上市公司。 

湖北东江主营业务为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拆解、加工和再生利用的综合处理，主要

拆解废旧“四机一脑”年资质拆解能力为 180万台。 

公司 2014 年被评为“年度环保企业”;2015 年荣获“安全生产先进单位”;2016 年被评

为“安全生产工作突出单位”;2017 年荣获湖北省“高新技术企业”;2018 年度被评为孝感县

“安全生产单位”“十佳纳税企业”;2019 年 6 月被总部评为“高品质企业”;2019 年 7 月被

孝昌县评为“高新技术企业表现突出奖”。 

 

 

 

 



 

 

 

   

 

 

湖南同力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回收、处理企业。 

地址：湖南省汨罗市新镇循

环经济产业园同力路 

电话：0730-5618879 

公司简介 

湖南同力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0 年，注册资本 8000 万元，占地面积 45333.3

平方米，位于湖南省汨罗市循环经济产业园内，是集电子废弃物回收、拆解、处置和资源循

环再利用为一体的综合企业，电子废弃物处理能力达到 240 万台/年，有效缓解了社会产生

的电子废物的处理压力，减轻了不合理回收带来的环境风险，实现变废为宝，具有显著的社

会效益。 

公司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是纳入国家“十一五”规划纲要重点工程项目的“湖南汨罗

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市场和加工示范基地”和国家首批“城市矿产示范基地”的重要组成部

分，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评为国家资源再生利用重大示范工程。 



 

 

 

 

   

 

 

南通森蓝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回收企业、资源化利用企业、技术服务企业、 

以人为本、知行合一 

街道地址：江苏省南通国家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希望大道 9 号 

邮编：226300 
电话：0513-86556557 

公司简介（主营业务） 

南通森蓝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0 年 9 月，注册资本 5700 万元，位于江苏省南通

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希望大道 9 号，是国家财政部、环保部、发改委、工信部认定的第一

批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基金补贴企业。公司年处理：废旧五大家电 120 万台、废旧液晶类家

电 50 万台、各类办公电器 50 万台，年处置利用各类电子、工业固体废弃物 7.3 万吨，年产值

1 亿多元。 

2015 年 4 月公司成为启迪环境集团公司旗下控股合资子公司，在启迪雄厚的资金和技术

支持下，南通森蓝力争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固废回收网络体系，成为江苏地区环境与资源服务

业龙头企业。 

 

 



 

 

 

 

   

 

 

公司简介（主营业务） 

清远市东江环保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7 年 7 月 12 日，位于清远市高新区泰基工业城内，

占地约 84,000 平方米，紧邻交通大动脉，京广线、武广线经过，邻近火车站、高铁站，靠近

市区。总投资 1.724 亿元人民币，主营业务为“四机一脑”，业务范围包括废弃电器、电子产

品、印刷线路板、废旧电池的回收、处理及综合利用、资源化产品的生产与销售，年拆解处

理废弃电器电子产品资质量 325 万台（套），约 7.3 万吨 。 

公司通过依托产业化实施平台，相继承担了国家“863 计划”项目、广东省重大专项等科研项目

的技术集成研究任务，与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废弃物资源化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及

中国电器科学研究院等国内知名高校及研究机构建立了长期技术合作关系。公司于 2015 年 4

月 1 日正式挂牌成为广东省环境教育示范基地;2017 年承获得清远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称

号;2018 年被认定为广东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2018 年被广东省认定为省级高新技术企

业;2019 年被评为连续八年(2011-2018)广东省守合同重信用企业。 

电话：0763-3303858 地址：清远市清城区龙塘镇银盏村泰基工业城 13 号 

零碳无废城市建设者 

清远市东江环保技术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处理企业 



 

 

 

 

   

 

 

森蓝环保(上海)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回收处理企业 

创新收集、精拆细分、高值利用、环保处置。 

街道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良乐路 88 弄 

 

电话：86-21-68916378 

公司网站：www.selot.cn 

公司简介（主营业务） 

森蓝环保(上海)有限公司，隶属启迪环境集团启迪再生资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全资子公

司，是一家专业从事电子废弃物以及工业废弃物回收、拆解、处置和资源循环再利用为一体

的综合型环保企业。 

公司目前拥有多种电子电器产品处置线、工业固废处置线、废旧塑料深加工生产线、稀

贵材料收集线、废弃物分拣及销毁中心、再制造生产线等，更拥有目前主流先进的液晶产品

处理产线，是上海市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骨干企业之一，有效缓解了上海及周边社会产生

的电子废物的处理压力，减轻了不合理回收和不当处置带来的环境风险，实现变废为宝，具

有显著的社会和环境保护效益。 

公司是由国家生态环境部正式许可颁发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资格证、并依法可予申请

中央政府性基金电废基金补贴的企业之一，同时也是上海市高新技术企业、上海市小巨人(培

育)企业和上海市清洁示范企业、国家循环经济示范教育基地、上海市科普教育基地、浦东新

区环境教育基地、以及上海市生态环境局、上海市机关事务管理局电子废物拆解处置名录企

业。 

 

 

 

http://www.selot.cn/


 

 

   

 

 

 

 

街道地址：河北省/邢台市/旭阳园区 

邮政编码：054005 
电话：0319-5258388 

公司网站:www.xthengyi.com.cn 

公司简介（主营业务）  

邢台恒亿再生资源回收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9 年，注册资金壹亿元，位于河北省邢台县旭阳

工业园区内，占地面积 175 亩，现有职工 175 人，是邢台市唯一一家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企

业。公司主营业务是电子废弃物的回收、拆解与综合利用，现已建成四条拆解线，其中废电

冰箱拆解线一条，电视机电脑综合处理线一条，空调洗衣机综合处理线两条。现有废旧家电

年处理资质能力 150 万台（套）同时我公司经邢台市委、市政府上报河北省政府，成为邢台

市唯一一家处理涉密文件、通信设备、涉密磁介质等定点处置企业。 

2012 年被列为河北省环境科学学会会员单位，2013 年被国家商务部定为河北省再生资源回

收利用基地。2015 年 10 月公司归于启迪环境旗下，发展速度显著提升，2016 年成为安全

生产三级标准化企业，取得质量环境体系认证的监督标识。 

 

邢台恒亿再生资源回收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废弃资源综合利用 

持之以恒，亿兆一心。 



 

 

 

 

   

 

 

柏科数据技术（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软件与信息技术服务 

BRING LIFE TO DATA · 让数据活力永续 

深圳市南山区留仙大道 3333 号塘朗城广场（西

区）A 座 2001 

518000 

电话：400.687.5321 

www.rorke.com.cn 

公司简介（主营业务） 

柏科数据技术（深圳）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7 年 5 月，注册资本 10621.8 万元，总部座

落于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在北京、上海、重庆、杭州、武汉、合肥、长沙、苏州等城市设

有分支机构。柏科数据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取得 GJB9001C、ISO9001/14001/ 27001/ 

22301 /28000/45001 及 SA8000 等体系认证；通过了国家强制性安全产品认证、节能产品

认证、公安部安全专用产品销售许可认证等。 

柏科数据主营业务为数据存储、数据保护和超融合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以及相关产品

的安装、调试、运维等技术服务，产品广泛应用于政府、医疗、教育、金融、电力、交通、

工业、军工、科研院所等行业，涉及数据中心统一存储、海量数据存储、影视渲染、私有

云、大数据应用、虚拟化、数据保护、双活容灾、视频监控等具体场景。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北路甲 10 号院

电子城 IT 产业园 104 楼       

邮编 ：100015 

公司简介（主营业务） 

东方园林专注于生态修复与环境治理领域，深耕生态治理、环保业务及循环经济三大板块，依

托景观绿化、河道治理、生态修复、污水处理、固废处理、危废处理、再生资源、园区经济八

大业务线，整合规划、设计、工程、运营、资源化再利用等多维度优势，提供领先的全产业链

服务。自 2020 年起，公司凭借自身拥有的行业专家优势，通过并购或新建的方式正着力打造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拆解处理与延伸加工的循环经济新型业务板块。 

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业务类型：资源回收及再加工、生态修复与环境治理 
企业标语：科技创造环境之美 

电话：010-59388888 

公司网站：www.orientscape.com 



 

 

 

 

 

 

 

 

   

  

企业使命：防治废旧电子设备垃圾化，促进人类社会和 IT 科技的和谐共生。 

金宝街 2 号 201-221 

北京市东城区，100005 

电话：400-890-8850 

公司网站：www.it-ars.com 

华新绿云（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一家专业的企业级电子设备回收和再利用解决方案供应商 

华新绿云(北京)科技有限公司，简称 ITARS，是中国 IT 资产循环经济的践行者之一。我

们秉承着 3R(Reuse/Reduce/Recycle)的核心理念，通过对企业提供针对废旧电子设备的规

范合规、安全便捷以及最大价值返还的一站式回收和再利用服务，帮助企业实现 IT 资产的绿

色增值： 

一方面解决企业电子设备垃圾化带来的责任和成本负担，助力企业实现低碳环保和信息安

全，推动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另一方面为企业提供最佳的废旧电子设备价值返还和最优的电子设备再利用方案，助力企

业提高 IT 资产的投资回报。 

 

我们的主要业务有： 

●再生资源循环利用解决方案   ●信息安全解决方案 

●IT 技术服务解决方案    ●IT 系统集成解决方案 

●绿色社会责任解决方案 



 

 

 

 

   

 

 

陶朗分选技术(厦门)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分选方案提供商、设备商 

来自德国的领先传感分选技术 

从废旧电子电器中回收更高纯度的材料 

街道地址： 

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火炬园新丰二路 8

号日华大厦 1 楼 A/E 单元 
电话：0592-5720 780 分机 825 

公司网站：www.tomra.cn 

公司简介（主营业务） 

陶朗自 1972 年来始终致力于开发前沿性分选技术，并不断丰富回收再生应用中的实践经验。

目前，陶朗有 7,400 多台分选设备服务于资源回收行业，占全球市场份额的 60% 以上。 

回收废旧电子电器中的各类金属：  

在破碎、磁选等环节后，陶朗的光电分选设备可以从电子垃圾的破碎料中回收有色金属、不

锈钢、导线等，然后，再进一步从回收的混合金属中单独提纯出铜、铝、锌等金属。 

回收塑料，并剔除含阻燃剂的材料：  

陶朗的传感分选设备不仅可以回收印刷电路板以及 ABS、PS、PET 等塑料，还可以从中分离

出含阻燃剂的材质，使回收的塑料满足 RoHS 指令要求（含溴量低于 1000ppm）与手动分拣

相比，自动传感分选技术更加精准高效，单种物料的纯度可高达 97％—98%。 

 



 

 

 

 

 

   

 

 

深圳市爱博绿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回收企业。 

“收收”——让回收变得更简单！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坂田街

道万科城社区新天下百瑞达

大厦 A 座办公楼 6F610 室  

邮政编码：518129 

电话：400—700—0097 

公司网站： 

http://www.boolv.com 

公司简介（主营业务） 

深圳市爱博绿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6 年，专业运营回收行业全产业

链的互联网公司，充分发挥“互联网+”之优势，利用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

区块链等技术，为回收信息整合、上门回收、分拣中心运营、再生资源交易、循

环再利用等提供服务。爱博绿赋能产业互联，让回收变得更简单！ 

 

 

http://www.boolv.com/


 

 

 

 

   

 

 

嗨回收 
公司类型：回收企业 

嗨享生活，乐享回收 

上海市徐汇区石龙路

581 号  邮编 200232 

电话：400-680-1919 

https://www.haihuishou.com 

公司简介（主营业务） 

嗨回收成立于 2017 年 8 月，是上海霖承环保科技有限公司重点打造的“互联网+”家电回收服

务平台。平台针对回收行业痛点，以“绿色回收、保护环境”为愿景，专注于大家电品类的上门

回收业务。采用互联网、大数据等新技术，整合行业上下游优质资源，和厂商、销售商、拆

解商、后市场服务商等达成战略合作，提高回收规范性、正规处置率及客户满意度。 

 

目前，嗨回收已建立覆盖全国 500+大中城市、自营为主 5000+专业回收人员、超万种型号

家电的线下服务网络，为超过 300 万消费者提供了专业、规范、高效、绿色的上门回收服

务。通过大数据平台全程信息追溯，严格管控废旧家电从下单回收、物流仓储到拆解再利用

等全部环节，杜绝废旧家电流向非正规渠道给消费者和环境所带来的危害，让家电回收更省

心、更安全、更环保。 

 

上海市徐汇区石龙路

581 号  邮编 200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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